
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

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《全省新闻联播》 王治国，王悦，张丹丹，邓兆莹 一等奖

2 广东广播电视台 《广东新闻联播》 余晖、林观养、林重捷、李健 一等奖

3 湖南广播电视台 《湖南新闻联播》 侯伟、程亚军、陈玉婷、欧阳琴 二等奖

4 湖北广播电视台 《湖北新闻》 郭小容 石克煦 许爱荣 李军 二等奖

5 广西广播电视台 《广西新闻》 陈冠霖、阳星芸、李德作、罗润泽 二等奖

6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《新闻在线》 潘洋，赵岩，朱崇辉，郝磊 二等奖

7 湖南广播电视台 《午间新闻》 杨全、阳黎、肖拓、戴睿 三等奖

8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《深视新闻》 康丽倩、许添、吴嘉梅、何海荣 三等奖

9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《海南新闻》 傅秀敏 路仁杰 吴海珠 符圣陆 三等奖

10 河南广播电视台 《河南新闻联播》 张继伟、李亚东、张婧、冯源 三等奖

11 广西广播电视台 《准点直播间》 李荣玮、邓智、黄禹德、罗欢 三等奖

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

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《音乐之城》 王妍、殷悦、林阳、李宜鑫 一等奖

2 湖北广播电视台 《最美国学》 孙斌、高燕、阮红、李立 一等奖

3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《兴安岭上》 郑唯、张洋、李宜鑫、孔令国 二等奖

4 辽宁广播电视台 《不死树》 王瑄、梁晓瑛、刘梦楠、郭俊 二等奖

5 广东广播电视台
《秘境神草第二季：深山瑰宝

》
王普学、韩华、高思超、梁伟明 二等奖

6 湖南广播电视台 《青春中国之追梦太空》 蒋云山、吴鹏、李路、姚清平 二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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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河南广播电视台 《老家的味道》 崔圆圆、汪莉莎、胡少芳、梁丰 三等奖

8 湖南广播电视台 《故园长歌》 蒋云山、吴鹏、李路、蒋孝义 三等奖

9 吉林广播电视台 《稻米的故事》 高艳冬 周菲  甄贞 刘春梅 三等奖

10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《奇妙的民居-石潭古村上》 王芳、周锐华、柯燕、郝延华 三等奖

11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《残缺之美》 张宇 杨萌萌 孟春燕 朱丁壮 三等奖

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

1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《2019 拥抱春天深圳春晚》
敖建华、宋琰琰、尚晖、倪振

钧、韦东卉、张敏、王益成何志伟
一等奖

2 湖南广播电视台 《巅峰之夜》
周立宏、曾辉、王勇、肖灵

陈禹、赵超、曹向、钟继华
一等奖

3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《创赢 2019 新年演唱会》
宋泉 王黎明 刘强 邱冬庆

邴岩 郭鑫 徐庆鹏 赵雪松
二等奖

4 湖南广播电视台 《2019 歌王之战》
周立宏、肖卫华、易难、宋冀平、姜理、吴俊杰、邓

旻、张曙
二等奖

5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
《2019 万千歌耀欢乐岛旅游卫

视新年演唱会》

陈志峻 傅秀敏 符致明 吴挺喆 陈颖文 刘云 曾勇

王兆霞
二等奖

6 广东广播电视台 《粤语好声音跨年盛典》
王普学、韩华、刘翊、朱雪梅 梅嘉见、           高雨峰

、刘雪松、  靳晓雨
二等奖

7 辽宁广播电视台
《2019 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

》

王瑄、张申阳、姜明、夏青

侯佳、高原、姚娜、田原
二等奖

8 河南广播电视台
《擂响中国——2018 年度梨园

春全国戏迷擂台赛总决赛》

杨伟涛、傅东锋、宋纲、刘烁

冯建民、刘洪军、宋雪鹏、刘树
二等奖

9 广东广播电视台 《木偶总动员》第 5 集
刘雪松、温德宁、周洁冰、陈颖宏、黎志雄、文志斌

、靳杭南、刘翊
三等奖

1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
《蔡杨时间之暖食计划公益演

唱会》

杨慕松、杨光、孔繁黎、丁玲

宋斌洋、唐超乙、王巍、靳喆
三等奖

11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
《2019 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大

师赛》

张德凯 蒙晓茜 何玮 陈巧璘   谢卫民          杜才

树   邢家魁 罗炳豪
三等奖

12 广西广播电视台

《壮志飞扬—庆祝广西壮族自

治区成立

60 周年文艺晚会》

唐晓晖、蒙文凯、李兵、陈彦

黄轶、李超云、黎旭东、刘丰
三等奖

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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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黑龙江卫视
王悦 王双 安占鑫 于惠来

刘德玉 王海洋 韩晴 张宇
一等奖

2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卫视
方林、臧干军、刘根亚、刘爱中

谭峙渊、罗勋勋、张颖、李白平
二等奖

3 吉林广播电视台 吉林卫视
刘晓明  姚晨  慈丽  李伟

寇红丽  阚丽超  龙燕鸣  韩雨辰
二等奖

4
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

团
深圳卫视

张沐、苏少廖、刁怡、蒙玉捷、

龙远焱、刘羽壮、李唐、张宏涛
二等奖

5 湖北广播电视台 湖北卫视
宋文秀  陈颖  牟立志   秦昊

陶维  吴堃  梅雄风  朱祎祎
三等奖

6 广东广播电视台 广东卫视
黄永洪 王军委 马昭俊 张文浩 杜  金       周树

灿 余维辉、李春明
三等奖


